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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集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能够减少环境污
染，但也会因为拥挤效应而增加污染物的排放。作者基于中国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考察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

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 Ｕ型曲线关系，随
着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环境污染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目前我国整体工业

集聚水平处于第一阶段，即促进工业集聚有利于改善环境；进一步地，环境

污染对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反向因果关系，限制了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从

而削减了其潜在红利。在实际推进工业集聚的过程中不能忽略环境污染产生

的负面影响，而仅追求经济效益。另外，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

之间存在倒Ｕ型曲线关系，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鼓励科技创新和转变能源
消费结构是改善环境状况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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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过程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都呈现 “先污染后治

理”的倒Ｕ型关系。经济增长本身往往也是一个工业集聚不断深化的过程。有理由
相信，工业集聚和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一方面，大量企业在特定空间上聚

集，地区内生产规模逐步扩张，污染物的排放规模也随之扩大，受地区自然生态承载

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的限制，这种集聚达到一定程度便会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而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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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过度则会造成毁灭性的损失。此外，工业的集聚也带来人口的集聚，因而集聚区

内生活和消费需求随之增加，其带来的环境问题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在增加当地环

境压力的同时，大量企业的聚集对环境改善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首先，集聚水平

越高的地区越容易吸引以外资企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这类企业往往也具有较先进

的环保理念和环保技术，有利于当地企业借鉴，提高该地区的环保标准，从而改善环

境质量。其次，由技术外部性带来的技术溢出是集聚的重要驱动因素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９１），集聚区内环保技术的外部性和 “溢出效应”会带动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企

业间互相学习和借鉴更加高效的生产流程和更加先进的环保技术，各个企业的环保投

入的溢出与辐射效应也会产生 “１＋１＞２”的效果。最后，集聚所产生的 “规模经济

效益”能够降低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使得环保投资产生更大的效果。例如，企业

间可以通过共享污染治理技术和设备，降低成本、减少污染。

学术界关于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以下三类观点。第一类观点

认为产业集聚加剧了环境污染。产业集聚带来产能扩张，能源消费需求的上升会增加

污染物的排放，其排放强度超过了产业集聚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技术溢出效益等

对环境治理的正向作用。ＤｅＬｅｅｕｗ等 （２００１）对欧盟２００个城市的产业集聚与环境
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Ｖｅｒｈｏｅｆ和Ｎｉｊｋａｍｐ（２００２）通过建
立一般空间均衡模型展开研究，认为工业集聚会导致居民区环境质量的严重恶化。张

可和豆建民 （２０１３）构建了集聚的污染外部性作用机制理论框架，发现产出规模、
产出结构和产出效率是导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其中产出规模的作用尤为明显。

Ｃｈｅｎｇ（２０１６）认为制造业集聚加重了环境污染，环境污染也会抑制制造业的集聚。
Ｂａｒｒａ和Ｚｏｔｔｉ（２０１８）通过选取１２０个国家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的数据作为异质性样本，指
出人口和工业产出的扩张会增加环境压力，导致更多污染物的排放。

与之相反的是第二类观点，认为产业集聚能够缓解环境污染。陈建军和胡晨光

（２００８）以长三角次区域１９７８—２００５年的数据为样本，在构建垄断竞争增长分析框
架的基础上，指出产业在既定空间集聚产生的自我集聚可以提高集聚区域居民的生活

水平，促进地区技术进步。王海宁和陈媛媛 （２０１０）采用 ＤＥＡ方法测度了全要素能
源效率以及产业集聚程度指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及其所引致的外部性可以

有效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和单要素能源效率，从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李勇刚和张鹏

（２０１３）认为产业集聚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的程度，近年来环境污染加剧的主要原因
并非在于产业集聚，而且产业集聚对东部地区的正向环境外部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

Ｐａｒｋ和Ｂｅｈｅｒａ（２０１５）以韩国蔚山市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在集聚过程中，如果通
过构建产业间的共生互惠关系达到能源和资源的最优利用效率，便能够减少环境污

染，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第三类观点则认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李伟娜等

（２０１０）认为制造业集聚与大气污染之间呈Ｎ型曲线关系，目前中国制造业处于中级
集聚阶段，污染物排放强度随集聚度的提高而下降。闫逢柱等 （２０１１）运用中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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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数据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实证考察了产业集聚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发现

产业集聚在短期内有助于改善环境问题，但两者在长期内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Ｇａｉｇｎé和Ｔｈｉｓｓｅ（２０１４）在权衡了劳动力通勤环境成本和产品运输环境成本后，认为
集聚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具有不确定性，环境政策制定者应从系统生态效益出发，而不

能仅仅考虑单个区域的效益。杨仁发 （２０１５）认为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
显著的门槛特征，当产业集聚水平低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加剧环境污染；当产业

集聚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Ｏｔｓｕｋａ和 Ｇｏｔｏ（２０１７）通
过研究日本区域经济能源消耗情况，发现区域的集聚水平会显著影响能源消费强度，

但是该影响会随工业集聚程度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在工业发达的乡村地区能源消费强

度随集聚水平的上升而下降，而在工业较少的大城市能源消费强度随集聚水平的上升

而上升。

综观相关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学术界对于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间的关系研究未能

达成一致观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指标选取的不同。选取不同的产业集聚和

环境污染指标其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已有文献衡量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标包括区位

熵、赫芬达尔指数、产业集中度等，有的运用人口数据，有的则运用产值数据。就环

境污染而言，由于不同产业排放的主要污染物种类不同，无法用单一指标来测度所有

产业排放的污染物，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粉尘

排放量等指标衡量。其次是关注的产业不同。由于产业间的污染异质性，不同行业集

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自然也会不同。例如，一般认为相较于现代服务业，工业集

聚会带来更多的污染。所以，分行业研究二者间关系颇为重要。此外，两者之间的关

系较为复杂，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不一定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基于线性假

设的实证结果是不可靠的。

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工业集聚的环境污染问题上。其原因

在于，工业是产生环境污染的主要产业，并且具有污染规模大和密集性强的特点。此

外，本文的实证研究基于特征性事实而非先验性假设，以期反映变量间的真实关系。

特别地，由于现有研究较多关注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单向影响，而实际上环境污染也会

对集聚产生反向抑制作用，即两者之间应该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基于此，为了消除实

证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地借助工具变量，分别采用两阶段最小二

乘法、广义矩估计法和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回归，以使结论更加稳健。

二、研究设计

（一）特征性事实与理论假设

通过上述探讨不难发现，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很可能是非线性的，将二者

局限在线性的思路框架内进行研究是不合理的。本文利用经验数据进行统计观察，以

对特征性事实进行初步判断。从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中国３０个省份的污染排放 （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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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强度的对数值）和工业集聚 （区位熵）之间的关系 （见图１），可以看出两者之
间存在非线性的Ｕ型关系，这初步验证了上述观点。

图１　中国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

为了验证这种Ｕ型关系是否稳健，还需要将其他相关变量纳入系统，进行科学
严谨的实证分析。在理论分析和特征性事实的基础上，本文提出 “工业集聚与环境

污染之间呈Ｕ型曲线关系”的假设。在第一阶段，工业集聚度小于极值点，工业企
业开始有集聚发展的倾向，这时集聚水平较低，污染物排放量尚未超过地区环境承载

能力，工业集聚对环境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因此在这一阶段，环境状况会随工

业集聚水平的上升而得以改善，工业集聚具有正外部性。随着工业集聚水平的持续提

高，一旦集聚度超过极值点，进入第二阶段后，污染排放超出了环境自我修复的能力

范围，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与外部规模经济效益对环境

问题的改善作用弱于第一阶段，工业集聚对环境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因此在这

一阶段，工业集聚水平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表现为负外部性。

（二）模型设计与数据来源

为了验证前文所提出的假设，探究不同程度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本文在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１）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ｌｎＰｉｔ＝α１·ａｇｇｉｔ＋α２·ａｇｇ
２
ｉｔ＋∑

５

ｉ＝１
βｉ×Ｍｉｔ＋ｕｉ＋εｉｔ （１）

其中，Ｐｉｔ是被解释变量，表示ｉ省份在ｔ年的环境污染程度。目前学者对于如何
构建综合指标来反映环境污染程度尚未达成共识，多数研究选取具体污染物的排放指

标来衡量，如张可和汪东芳 （２０１４）、杨仁发 （２０１５）等。与液体污染物和固体污染
物相比，用废气衡量环境污染更加合理。一是废气的排放与工业集聚间存在显著的个

体差异，单个行业所排放的废气会随着工业集聚程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会因行

业的不同而具有个体差异；二是工业整体排放的废气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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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相对于其他污染物而言累积效应不明显，只要排放的速度没有超过自然环境的

净化能力，就不会积聚下来，即过去的污染一般不会对现在造成影响。而废气中尤以

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来测度环境污染最为常见。首先，二氧化硫是工业企业排放的主要

污染物，同时也是重要的大气污染物；其次，我国对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进行了严密监

测，其数据具有统计连续性。所以本文采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来核算环境污染程

度，即每单位工业增加值的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亿元），并取自然对数 （ｌｎＰ）。数
据来源于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

ａｇｇｉｔ是核心解释变量，为ｉ省份在ｔ年的工业集聚度。本文选取区位熵测算工业集
聚水平，以期消除区域规模差异的影响。具体计算公式为 Ｅｉｔ＝（ｂｉｔ／Ｂｉｔ）／（ｃｔ／Ｃｔ）。
其中，Ｅｉｔ为区位熵，ｂｉｔ为ｉ省份工业从业人员数，Ｂｉｔ为该省份全行业从业人员数；ｃｔ
为全国工业从业人员数，Ｃｔ为全国全行业从业人员数。区位熵数值与工业集聚水平
成正比，如果区位熵大于１，就意味着该地区的工业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优势，工业企
业分布较为集中；反之则反。数据来源于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

Ｍｉｔ表示影响环境污染的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１）外商直接投资 （ｌｎｆｄｉ）。“污染避难所”认为，污染密集型产业往往会集中

于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国家，而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国际资本发展本国经

济，往往会主动降低环境规制水平。但也有观点认为，外资企业的入驻有利于提高当

地的环境标准，其带来的税收增加能够提高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在研究发展

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根据当年平均汇率将以美

元计价的外商直接投资换算为以人民币计价 （亿元），并取自然对数。

（２）环境规制强度 （ｅｎｖｉｒｏｎ）。近年来 “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凸

显，政府以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提高环境规制门槛，加大力度整治环境

问题。例如，２００７年国务院颁布的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提出 “提高排污单

位排污费征收标准”，２０１８年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将环境保护费

改税。环境规制作为污染治理成本间接减少了企业的利润，但也激发了企业减少污染

物排放、改进和创新生产技术的内在动力，其重要性越来越值得关注。本文采用单位

工业增加值所利用的工业废气污染治理项目完成投资额度量环境规制强度。

（３）科技创新 （ｌｎｔｅｃ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对生产率的提高具
有关键的推动作用。科技创新通过工业企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第一，集聚增强了地区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人才间信息交流的加强有助于缩短

新技术的研发周期，企业共享新技术、降低研发成本更有可能出现，从而减少该地区

污染物的排放；第二，集聚加剧了市场竞争，从而调动各企业增加创新投入的积极

性，主动降低治污成本、提高竞争力。本文以工业企业 Ｒ＆Ｄ经费内部支出 （亿元）

的自然对数衡量科技创新水平。

（４）能源消耗强度 （ｅｎｅｒｇｙ）。长期以来，我国的工业生产未能摆脱 “三高”症

状，能源高投入、高消耗是环境污染加剧的主要原因。本文采用单位工业增加值所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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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能源量 （万吨标准煤／亿元）来衡量能源消费强度。
（５）工业增长 （ｉａｒ）。如果一直延续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粗放发展模式，工业的

快速增长便意味着环境污染的加剧。本文采用工业增加值率度量工业增长，即工业增

加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

以上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

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表１列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１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Ｐ ３６０ ４４８６ １０５０ －１４５３ ７１０１
ａｇｇ ３６０ ０９１０ ０５８９ ０１０５ ３１５４
ｌｎｆｄｉ ３６０ ５２７５ １６４６ ００２９６ ８２０４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３６０ １３２３５ １４５８４ ００１４０ １２８１３５
ｌｎｔｅｃｈ ３６０ ４４７２ １４９２ －０９１１ ７５３１
ｅｎｅｒｇｙ ３６０ ２６３６ １４６０ ００１２９ ９７８１
ｉａｒ ３６０ ０３５６ ０１６１ ００４６１ １１２４

　　

三、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面板模型可以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和随机效应估计方法进行回归估计，根据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可知，特定省份之间存在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会显著影响集聚
对环境污染作用的估计结果，因此本文在接下来的回归中均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

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环境污染程度与工业集聚水平关系的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ａｇｇ ０３６３（３７４） －００５７（－０２３） ０２０３（０８０） －０４８６（－２２７）
ａｇｇ２ ０１４２（１７９） ００８０（１７６） ０１９５（３０３）
ｌｎｆｄｉ －００４８（－０８２） －００５４（－０９２） ０４４７（３４２） ０１２９（１１９）

ｌｎｆｄｉ２ －００５９（－４２６） －００２０（－１７０）
ｅｎｅｒｇｙ ０１７５（３４１） ０１６８（３２９） ０１９７（３９２） ０２７８（６３９）
ｌｎｔｅｃｈ －０６７２（－１２０８） －０６６７（－１２０３） －０５８７（－１０２４） －０１２５（－１２７）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０００１（０２８） ０００１（０２８） ０００１（０４６） ０００２（０７７）
ｉａｒ ０４１０（２１３） ０４０２（２０９） ０２５３（１３３） ００５３（０３３）

时间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６８２０（１４６６） ７０６３（１４６２） ５６８５（９９５） ４９１６（９７５）
样本容量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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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Ｆ统计量
［ｐ值］

１０５２８
［００００］

９１３２
［００００］

８６４１
［００００］

６６０９
［００００］

Ｒ２ ０６６１ ０６６４ ０６８２ ０８０１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下显著。

模型１的回归结果表明，工业集聚度在１％的水平下显著，说明环境污染与工业
集聚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为进一步验证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模型２在模型１的基
础上加入工业集聚度的二次方项，回归结果显示，工业集聚度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

著，而其二次方项的系数为正且在１０％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我国的工业集聚与环境
污染之间呈现Ｕ型曲线关系。模型３在模型２的基础上中加入外商直接投资的二次方
项，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 Ｕ型曲线关系。考虑到潜
在的时间异质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模型４在模型３的基础上加入年份虚拟变量后，
组内Ｒ２大幅上升 （从０６８２上升至０８０１），且工业集聚度的显著性水平明显提高，
工业集聚度的二次项在１％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环境污染与工业集聚之间存在显著
且稳定的Ｕ型关系，证实了前文提出的假设。在我国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工业园区
和技术开发区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税收优惠和减免土地使用费

等政策招商引资。以工业为主的大批企业进驻工业开发区，带来了明显的规模经济效

益。大量同质的工业企业集聚不仅能减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而且能减少政

府部门的监管成本。根据估计结果可以算出 Ｕ型曲线在最低点处的工业集聚度为
１２４６。当工业集聚度小于这个临界值时，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还不突出，
工业集聚水平的上升有利于缓解环境问题。但当工业集聚度达到这个临界值后，若继续

扩大集聚规模，则不利于环境的改善。从各省份２０１７年的工业集聚状况 （见表３）可
以看出，我国工业集聚水平整体偏低，平均值仅为０８１，距离最优点１２４６还有很大差
距。这表明我国整体工业集聚水平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同时，各地区的工业集聚水平

具有明显差异。全国只有５个省市的工业集聚度超过临界值，分别是天津市、江苏省、
广东省、浙江省和上海市。山东省、山西省和河北省的工业集聚度接近临界值，其余省

份的聚集度处于较低水平。由此可见，在环境规制政策和劳动力向内陆迁移的推动下，

我国工业企业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向经济不发达的内陆转移，会带来内陆地区工

业集聚的增加 （赵菲菲、宋德勇，２０１８）。值得注意的是，由沿海向内陆转移的企业往
往是高污染型的工业企业，这将使得内陆地区重走 “边污染边发展，先污染后治理”

的老路，而如何突破这一模式转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则是这些地区的紧要课题。

从表２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Ｕ型关系，
并不是简单地正向加剧了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强度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为显著正相关，且

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最大。因此，应该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作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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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手，扩大非化石能源的使用规模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科技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

呈现负相关关系。而环境规制和工业增长对环境污染均呈现不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３　２０１７年中国３０个省份的工业集聚水平

省份 工业集聚水平 省份 工业集聚水平

天津市 １９８０ 吉林省 ０７０６
江苏省 １８７８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０６９２
广东省 １５９１ 辽宁省 ０６５７
浙江省 １５３０ 陕西省 ０６４１
上海市 １４１０ 安徽省 ０６３９
山东省 １０９１ 四川省 ０５６７
河北省 １０７１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０５０２
山西省 １０１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０４６８
北京市 ０８８０ 黑龙江省 ０４５４
河南省 ０８６６ 内蒙古自治区 ０４０９
江西省 ０８６３ 青海省 ０３１６
重庆市 ０８５４ 贵州省 ０３１５
湖南省 ０７８４ 甘肃省 ０３００
福建省 ０７５８ 云南省 ０２１５
湖北省 ０７４３ 海南省 ０１４４

　　

（二）稳健性检验

上述实证结果验证了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关系，但在理论上并不能排除

环境污染反向影响工业集聚的可能。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当集聚达到一定程度，“拥

挤效应”将使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大于外部交易成本，导致地区的离心力大于吸引

力，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离散效果。从环境污染角度来看，工业企业的过度集聚将使

得污染水平超过地区生态承载力的极限，造成集聚区环境恶化，企业职工为了自身健

康很有可能会放弃在该地的工作，从而导致集聚区劳动供给的下降。这意味着当地企

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上升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企业将被迫向周边的低污染地区分散。

也就是说，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考虑到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对

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重新估计模型。

本文参考王永进和张国峰 （２０１６）以及Ｃａｉｎｅｌｌｉ等 （２０１６）的设定，选取１９５７—
１９６６年中国各省份的公路密度和人口密度两个指标作为工具变量。数据来自 《新中

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由于数据缺失严重，下

文的回归分析不包括天津市和内蒙古自治区。

本文在模型４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如表４所示。模型
５至模型７分别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广义矩估计法 （ＧＭＭ）和有限信息极
大似然法 （ＬＩＭＬ）进行估计。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强烈拒绝 “使用工具变量

的估计系数和不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没有显著性差异”的原假设，因此理论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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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内生性问题对于实际估计结果会造成显著影响。换言之，环境污染对工业集聚确实

有显著的反向因果关系。从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ＬＭ统计量、ＷａｌｄＦ统计量与Ｓａｒｇａｎ统计量的检验
结果来看，模型５至模型７均不存在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弱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等问题。
此外，模型５至模型７的回归结果非常相近，表明加入了工具变量后的模型较为稳健。

表４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５：２ＳＬＳ 模型６：ＧＭＭ 模型７：ＬＩＭＬ

ａｇｇ －３１５４（－１５４） －３１５４（－１５４） －３４７１（－１５４）

ａｇｇ２ １３７９（１６４） １３７９（１６４） １４７７（１６３）
ｌｎｆｄｉ ０３２４（１２９） ０３２４（１２９） ０３４８（１３０）

ｌｎｆｄｉ２ －００７５（－２４３） －００７５（－２４３） －００７８（－２３７）
ｅｎｅｒｇｙ ０１８６（２３８） ０１８６（２３８） ０１８０（２１７）
ｌｎｔｅｃｈ －００８４（－０３８） －００８４（－０３８） －０１０８（－０４６）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０００１（０１２） ０００１（０１２） ０００１（０１７）

ｉａｒ ０７３３（１６７） ０７３３（１６７） ０７７２（１６６）
时间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３０２５（２６４） ３０２５（２６４） ２９０８（２３７）
样本容量 ３４０ ３４０ ３４０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ＬＭ统计量
４７０１
［００９５］

４７０１
［００９５］

４７０１
［００９５］

ＷａｌｄＦ统计量 ５５３６ ５５３６ ５５３６

Ｓａｒｇａｎ统计量
２９９１
［００９４］

２９９０
［００９５］

２９９１
［００９４］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下显著；模型５至模型７采用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ＬＭ统计量来进行工具变量识别不足检验，采用ＷａｌｄＦ统计量来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采用 Ｓａｒｇａｎ统
计量来进行过度识别检验。

比较模型４和模型５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加入工具变量后，估计结果仍保持一定
的连贯性。首先，环境污染与工业集聚之间仍存在Ｕ型曲线关系。其次，２ＳＬＳ的回归
结果算出的工业集聚度临界值为１１４，仅略低于基准回归结果算出的１２４６，表明中国
绝大部分地区的工业集聚水平依然没有超过临界值，而且工业集聚水平的上升对环境问

题的改善作用更为明显。因此现阶段我国应在不放松环境监管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区域工

业企业集聚，充分发挥集聚效应的红利。最后，基准回归分析发现，天津、江苏、广东、

浙江和上海五省市超过极限值的结论依然有效。除此之外，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与基准回

归基本保持一致，这表明在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基准回归结论依然稳健。

鉴于工业集聚数据本身可能存在有界性问题，本文进一步剔除了工业集聚度第

１０分位数和第 ９０分位数的样本观测值 （所剔除样本的工业集聚度平均值分别为

０３１８和１８６９），基准回归和加入工具变量后的回归估计结果如表５所示。模型９的
估计结果与模型８非常接近，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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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剔除离群值后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８ 模型９：２ＳＬＳ

ａｇｇ －０４３４（－４２８） －１７６４（－１９２）

ａｇｇ２ ０１７４（３５６） ０６６７（１８２）
ｌｎｆｄｉ ０２８３（２０６） ０２６９（１５７）

ｌｎｆｄｉ２ －００３５（－２５３） －００４３（－２６２）
ｅｎｅｒｇｙ ０２８９（６０１） ０３０４（５３０）
ｌｎｔｅｃｈ －０３５６（－２５４） －００３４（０４０）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０００４（１９７） ０００７（２４５）
ｉａｒ ０５３６（２７３） ０１５３（１４１）

时间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５６５８（８１３） ４９６９（７８４）
样本容量 ２８８ ２７２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ＬＭ统计量 —
１１５３６
［０００３］

ＷａｌｄＦ统计量 — ６５５８

Ｓａｒｇａｎ统计量 —
３９８４
［００７１］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下显著。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实
证检验，得到如下主要结论。（１）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 Ｕ型曲线关系，目
前我国绝大部分省份仍处于第一阶段，即环境状况会随着工业集聚水平的上升而得以

改善。（２）环境污染对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反向因果关系，工业集聚会对环境污染
产生影响，环境污染也会反过来抑制工业企业的集聚。（３）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
染之间存在倒Ｕ型曲线关系，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增加科技创
新投入能够显著地改善环境问题。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应提倡工业集聚的发展方

式，充分发挥集聚的减排红利。建立适当的集聚度与污染数据的动态监测系统，建立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污染的联动预警机制，降低污染对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并优

化产出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以降低污染型产出的比重。第二，应推广节能技术与

节能产品、推行节能市场机制、完善相关节能标准、实行激励政策等措施。同时，各

地区应在不降低环境规制门槛的前提下，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引导其流向科技

创新领域，以更高的环保标准和技术水平来推动我国环保标准的提升和环保技术的改

进。第三，促进节能减排，加快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发展，支持风电和太阳能等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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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的应用。积极推进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发

展方式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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